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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政中心到文化觀光重鎮 

─舊高雄市政府（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之變遷
 

王御風
 

摘 要 

 

高雄市為南臺灣第一大城市，其於1924年設市。建市至今，市政府兩度遷移：

由最早的哈瑪星（今代天府址）、鹽埕（今高雄市歷史博物館），一直到今日的四

維大樓。其中位於鹽埕時間最長，從1939年落成，到1992年市府搬遷至四維大樓，

共有53年，超過半世紀的時間，市府於此辦公，歷經戰後接收、二二八事件、升

格直轄市，可說是與高雄市一起成長。 

舊高雄市政府之興建，是因應日治時期對高雄市之規劃。日治時期透過都市

計畫及公共建設，引導都市發展，1938年新的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役所）動工，

於1939年落成啟用。該建築由大野米次郎設計、清水建設興建，為反映當時代的

「帝冠式」建築。 

帝冠式建築是日治後期的建築樣式，強調和洋融合，特徵為日式屋頂及西洋

屋身，也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後，強調日本主體性的產物。當時高雄為日治末期

「南進化、工業化」之主要城市，故帝冠式建築多半在高雄，尤其以高雄市役所

為代表。 

戰後對於以公共建設引導城市發展不再如此積極，故高雄市政府一直停駐於

                                                      

 本研究為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委託徐裕健建築師執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原高雄市役所）

古蹟調查研究計畫」之歷史部分重新整理、刪補及撰寫而成。本文之完成特別感謝徐裕健

建築師、徐裕健建築師辦公室同仁及佛光大學卓克華教授、康翔（謝榮祥）先生之協助及

指正。本研究成果亦曾發表於2013年6月7日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舉辦之「第四屆區域史

地暨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感謝當日與會者對本文之建議。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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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埕，長達47年，高雄市在此期間人口突破百萬，並升格為院轄市，該建築已無

法負荷市府急速成長的工作人員，後期甚至有一半的市府人員在外辦公，迫使高

雄市政府於1992年遷移至四維路大樓。 

市府遷移後，該建築做何用途，引起熱烈討論，最後決議改為高雄市立歷史

博物館，此為全國首座由地方政府經營之歷史博物館，於1998年啟用。但在興建

過程，因認定該建築後棟為戰後增建，不具保存價值而拆除，而實際上，後棟在

日治時期已存在，戰後僅是將兩層樓建物增建為三層樓。原高雄市政府空間重新

規劃，前棟改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後棟及周遭改建為音樂廳及工商展覽中心，

也成為高雄市民及外地遊客來到高雄必遊之地，仍為高雄市最重要的建築之一。

由該建築長達60餘年的歷史，也見證高雄市的變遷。 

 

關鍵字：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役所、高雄州廳、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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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政中心到文化觀光重鎮─舊高雄市政府（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之變遷 

 

原位於哨船頭的打狗支廳轉移至此，1917年新的打狗支廳廳舍落成，不僅象徵此

地區的行政中心已由哨船頭改至哈瑪星，其雄偉建築配合鄰近的郵便局（郵局）、

臺灣銀行、打狗停車場（打狗火車站）等，形成打狗地區的政治及金融中心，打

狗支廳廳舍在此時期發展格外重要。 

 

 

圖1：高雄郡役所，1924年設市後改為高雄警察署，今日仍在。（資料來源：高雄

市立歷史博物館） 

  

1920年，行政區域重劃，臺灣劃分為五州二廳，今日的高雄市及屏東縣、澎

湖縣為高雄州，高雄州下轄九郡，原打狗街屬於高雄郡。而同時間也更換許多地

名，打狗改為高雄，打狗街也就成為高雄街，高雄州廳及高雄郡役所均設在高雄

街，此時高雄街正式超越鳳山街，成為高雄州的行政中心。但因州郡政府剛成立，

尚未有新的辦公場所，故先以1915年興建的打狗公館做為高雄州廳，高雄郡役所

則設於1917年新建的原打狗支廳。 

因高雄州廳、高雄郡役所均設於高雄街，地位逐步提升。1921（大正10）年2

月3日，高雄州以告示19號公布「高雄街市區擴大計畫」，規劃新都市。此計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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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雄市1為南臺灣第一大城市，其設市歷史已90年。今日高雄市、屏東縣區域

於明鄭為萬年州及萬年縣、清代為鳳山縣，主要行政中心在左營（今高雄市左營

區）、鳳山（今高雄市鳳山區）兩地。日治時期因縱貫鐵路通車、高雄港築港等因

素帶動高雄市之發展，方於1924（大正13）年設市，成為高屏地區行政中心。 

高雄設市後，高雄市役所（今高雄市政府）先設於哈瑪星湊町（今高雄市鼓

山區），後於1939（昭和14）年遷至鹽埕榮町（今高雄市鹽埕區），1992（民國81）

年再遷至苓雅區四維大樓迄今。高雄市政府在鹽埕區一待就是53年，這53年也是

高雄市人口突破百萬，蛻變為南部首府的關鍵時期，對高雄市發展極為重要，此

時期之市政府建築也成為高雄市重要地標，對高雄市民有深刻意義。1992年後改

設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更是臺灣第一座城市型博物館，仍為許多外地觀光客

至高雄市必經之地，此一建築見證了高雄市70多年來的變遷，其興建及發展過程

值得討論。 

二、日治哈瑪星高雄市役所（1924-1939） 

1924年原高雄街升格為高雄市，是高雄設市之始，市設市役所掌理全市。1924

年之市役所設於哈瑪星湊町，1939年遷至鹽埕榮町，此為日治時期高雄市的兩代

市役所。以下先介紹位於哈瑪星的第一代高雄市役所。 

高雄市內最早發展是在旗後（今高雄市旗津區），故初期行政中心亦設於此。

1895年5月日本統治初期，打狗隸屬於臺南縣鳳山支廳，8月行政區劃改變，打狗

隸屬臺南民政支部鳳山出張所，設打狗事務所於旗後街。後行政區劃多次改變，

1901（明治34）年全臺改為三縣四廳時，首度設置打狗支廳，隸屬於鳳山廳下，

打狗支廳仍設於旗後街。1905（明治38）年6月4日，打狗支廳改設於哨船頭，行

政中心由旗後轉移至哨船頭。 

1908（明治41）年高雄築港工程開始進行，對此地產生重大變化，築港工程

                                                      
1
 今日高雄市於2010年合併原高雄市及高雄縣，管轄區域與原高雄市有所不同，本文之

論述，以2010年以前之高雄市為主，其行政區域與今日高雄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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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以填海造陸方式，興築高雄市新市區，也就是今日南鼓山的哈瑪星。1908年5

月1日，為配合高雄築港，鳳山廳公布「打狗市區改正計畫」，實施地點僅於旗後、

哨船頭及位於哈瑪星的湊町。由於當時新市區興築工程尚未完工，故該計畫是以

哨船頭打狗支廳為中心，半徑約2公里範圍內所擬定。2 

1909（明治42）年地方行政區域重新調整，全臺由20廳改為12廳，本地由臺

南廳打狗支廳打狗區役場管理。打狗支廳設於哨船頭街，下轄打狗、苓雅寮、左

營、埤仔頭四區，打狗區役場則設於旗後街。3哨船頭與旗後仍為行政中心。 

隨著築港工程進行，哈瑪星等新市區發展迅速，1908年所規劃之都市計畫區

域過小，無法應付未來成長需要，1912（明治45）年實施「打狗市區改正擴大計

畫」，以高雄川（今愛河）以西為範圍，4哈瑪星與鹽埕均在內。 

哈瑪星及鹽埕均為1908年高雄築港後新填的區域，透過市區改正計畫，擁有

棋盤式街道，初期發展以哈瑪星為主，不僅擁有棋盤式街道、電力及自來水供應，

還有下水道（排水溝），是當時最先進的新市區，並陸續興建打狗停車場（1908

年）、湊町市場（1912年）、打狗尋常高等小學校（1913年）、打狗郵便電信局（1913

年）、打狗醫院（1914年）、打狗公館（1915年）、打狗支廳廳舍（1917年）等公共

建築。5 

1895年日人治臺後，對於公共建築的興建，就是以廳舍、學校、郵便局、醫

院、市場為主，這些建築也陸續在哈瑪星矗立，可見這是日人在高雄地區所打造

的新市區。而代表日人治臺威嚴的官衙廳舍，初期都借用舊有官署或廟宇，許多

建築物都破損不堪，1902（明治35）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巡視南部時，就認為

此現象不僅會對於職務上造成困擾，也有損地方行政的威信，關係到統治權力的

消長，因此決定補助經費逐步興建，以期讓臺人對日人統治心悅誠服。6 

在此背景下，各地方廳舍陸續興建，哈瑪星在1912年填築完成後，即著手將

                                                      
2
 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

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126。 
3
 曾玉昆，〈回顧高雄市政治重心的播遷與迎接新的市政服務臺〉，《高雄畫刊》12:12

（1991.12），頁4。 
4
 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頁59-67。 

5
 張守真，〈哈瑪星：擁有很多「第一」的現代化新市街〉，《高市文獻》20：2（2007.6），

頁8-39。 
6
 黃士娟，《建築技術官僚與殖民地經營（1895-1922）》（臺北：臺北藝術大學、遠流，

2012），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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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於哨船頭的打狗支廳轉移至此，1917年新的打狗支廳廳舍落成，不僅象徵此

地區的行政中心已由哨船頭改至哈瑪星，其雄偉建築配合鄰近的郵便局（郵局）、

臺灣銀行、打狗停車場（打狗火車站）等，形成打狗地區的政治及金融中心，打

狗支廳廳舍在此時期發展格外重要。 

 

 

圖1：高雄郡役所，1924年設市後改為高雄警察署，今日仍在。（資料來源：高雄

市立歷史博物館） 

  

1920年，行政區域重劃，臺灣劃分為五州二廳，今日的高雄市及屏東縣、澎

湖縣為高雄州，高雄州下轄九郡，原打狗街屬於高雄郡。而同時間也更換許多地

名，打狗改為高雄，打狗街也就成為高雄街，高雄州廳及高雄郡役所均設在高雄

街，此時高雄街正式超越鳳山街，成為高雄州的行政中心。但因州郡政府剛成立，

尚未有新的辦公場所，故先以1915年興建的打狗公館做為高雄州廳，高雄郡役所

則設於1917年新建的原打狗支廳。 

因高雄州廳、高雄郡役所均設於高雄街，地位逐步提升。1921（大正10）年2

月3日，高雄州以告示19號公布「高雄街市區擴大計畫」，規劃新都市。此計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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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擴大至高雄川以東之前金、苓雅寮等地，計畫面積約900公頃，7以高雄州廳為

中心，半徑約2.5公里為範圍所擬定之新市區， 8做為建設高雄州新行政中心都市

的藍圖。 

 

 

圖2：1923年高雄港平面圖，圖中可見高雄設市前後，市區仍以哈瑪星為主，鹽埕

雖已興築，但仍未完全發展。［資料來源：鄭德慶，《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

樣貌集》（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5），頁80-81］。 

 

1924年12月25日，原高雄街升格為高雄市。12月26日上午9時10分，高雄市放

煙火10發，家家戶戶也懸掛國旗慶祝，同時亦進行揭牌儀式，將高雄街役場改為

高雄市役所，高雄郡役所改為高雄警察署，高雄郡郡守岩多本助亦升任為首任高

                                                      
7
 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頁92。 

8
 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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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市尹（市長）。9 

高雄郡役所既然廢止改為高雄警察署，12月26日下午1時舉行閉所式以及警察

署的開廳式，由原郡守岩多本助主持，其致詞大略為：制度改正以來，有4年3個

月，幸無大過，得至今日，皆諸君之努力也。今後市之行政，雖與警察分離，然

如人由母體之郡署而生出市役所與警察署者也，酷似兄弟，當共協力，增進安寧

幸福。隨即舉行警察署開廳式。10 

新高雄市役所開廳式則於當日下午3時舉行，該市役所是向山下汽船株式會社

購買其單身宿舍改建而成，11位於哈瑪星湊町（今日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代天宮

址）。新任市尹岩多本助及市協議員、職員及來賓共同參加，由警務部長州野代理

高雄州知事致詞，後由新任助役（副市長）福原本輝代表職員、前高雄街長高橋

傳吉代表市民、前高雄街副街長鐸木直之助代表高雄市協議員（市議員），各行敘

禮，後在大家高呼萬歲中散會。 

新任市尹岩多本助致詞大意為：地方制度改正以來，賴街當局努力，成績有

可觀者。今也，一躍而昇為市。不肖不德不才，拜市尹之命，能否全其職責，所

深憂慮，只仰各位同情援助。竊為高雄之地，素負重大使命，將來多要施設，欲

斟酌其緩急，努力建設，甚待市民和衷協同之力也。12 

 

                                                      
9〈市衙看牌出揭〉，《臺南新報》，1924.12.28，第9版。 
10〈高雄郡署閉式〉，《臺南新報》，1924.12.28，第9版。 
11《台灣總督府供文類纂》，〈高雄市廳舍新營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

九○號）〉，冊號10831，文號11，1937年9月1日。 
12〈高雄市役所開廳式〉，《臺灣日日新報》，1924.12.28，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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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24年高雄市設市後的高雄市役所，位於哈瑪星，今已不存，改建為代天

宮。（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成立時，為何捨棄1917年興建的高雄郡役所，另購買山下汽船株式會

社單身宿舍改建為高雄市役所，因無資料，並不清楚源由。但高雄市設市後，發

展極為迅速，1924年全市人口為41,247人，到了1933（昭和5年）年人口數為76,380

人，幾乎成倍數成長，在人口擴增下，高雄市區逐步往鹽埕移動。而高雄市內的

重要行政機關，無論是高雄州廳，或是高雄市役所，均是成立時借用舊舍，不僅

沒有象徵性，且內部狹隘老舊，無法符合所需功能，亟需另謀新址改建。 

高雄市分別於1924、1926、1928、1929、1931年辦理局部地區的變更計畫。

其中在1929（昭和4）年的變更計畫，主要是配合新的高雄州廳移往前金所辦理，

此計畫更帶動高雄市行政中心向東移動。131931（昭和6年）年4月7日，高雄州廳

正式遷移至前金（今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高雄地方法院院址），高雄市發展邁入新

局。 

                                                      
13

 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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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30年及1931年興建於愛河畔的高雄州廳及青年會館，也開啟愛河兩岸為高

雄市行政中心的一連串建設。（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1932（昭和7）年10月10日高雄州告示190號公布「大高雄都市計畫」，主要於

鹽埕榮町、前金地區，此計畫中利用整治高雄川（今愛河）所獲得的高雄川沿岸

新生地，指定為為官公署用地，供州廳及相關官署機關使用，讓此地區成為高雄

州及高雄市的行政中心，高雄市役所亦因此規劃搬遷至此區域。 

1935（昭和10）年8月29日高雄州告示114號公布「大高雄都市計畫」，補充了

高雄市其他地區的都市規劃，14是以高雄州廳為中心，半徑約4公里範圍擬定的計

畫。15其中為了抒解高雄港車站及鐵路兩旁的擁擠情形，於三塊厝新劃設火車站

用地，即為1941（昭和16）年落成的新高雄火車站（今日之高雄火車站）。由此可

見高雄市市區發展，在政府透過都市規畫及公共建設下，有計畫的移轉。 

值得注意的是，從日治時期歷次市區改正及都市計畫可見，高雄市的發展，

主要是以高雄州廳為中心進行規劃，高雄市役所只是在此規劃藍圖中的重要配

角，但隨著歷史發展，卻成為高雄市的重心。 

三、日治鹽埕高雄市役所（1939-1945） 

1931年高雄州廳遷至前金，帶動高雄市新的發展，並規劃愛河兩畔的前金、

                                                      
14

 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頁115。 
15

 吳欽賢，〈日據時期高雄市都市發展與計畫歷程之分析〉，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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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町地段為新的市政中心，陸續興建了青年會館（1930）、高雄州廳（1931）、高

雄州商工獎勵館（1938）、高雄市役所（1939）、大橋（1940）等。上述建築反映

日治後期當局欲塑造高雄市的形象。 

新高雄市役所於1939年9月16日完工啟用，位於大橋（今中正橋）畔榮町2丁

目22番地及北野町5丁目77與78番地，均為整治高雄川（今愛河）後的河川新生地，

由於面向今日中正四路的主建築屬於榮町，一般人遂以榮町為市役所址。16其與

之前完成之高雄州州廳、高雄州商工獎勵館，並列為當時最能展現日本帝國「南

方玄關」氣勢之建築。 

高雄市役所之興建源自第四任高雄市尹（市長）小林儀三郎，其於1934（昭

和9年）年1月完成規劃，總經費35萬圓，預計2年內完成。但開始執行時，卻遇到

許多問題，首先是土地取得。17 

市役所所需土地約6,000坪，其中4,000坪為陸軍憲兵隊所有，2,000坪為市民

黃量所有。憲兵隊土地需以其他州有地交換，此一進度相當緩慢。1934年9月小林

市尹去職，接任之第五任市尹松尾繁治繼續協調，18黃量原開價每坪40圓，市府

認為太貴，遲遲未談妥，也讓市尹在市會還被議員質問，直到1936年4月20日以每

坪25圓成交，才使得市役所工程得以進行。19 

小林儀三郎留下之問題不僅於此，陳中和物產曾捐贈市府圖書館興建費用5

萬圓，但需將陳中和的半身雕像放置在新市役所玄關。此消息一經披露，引起許

多爭論，後來松尾市尹變更設計，開闢一間放置高雄市歷史沿革、相關產業等參

考資料的紀念室，並計畫將陳中和雕像置放其中，才解決此問題。20 

 

                                                      
16

 曾玉昆，〈回顧高雄市政治重心的播遷與迎接新的市政服務台〉，《高雄畫刊》12:12，

頁5-6。 
17〈見事に竣工す  十六日盛大な落成祝賀會   高雄市役所新廳舍〉，《大阪朝日新聞臺灣

版》，1939.9.7，第5版。 
18〈見事に竣工す  十六日盛大な落成祝賀會   高雄市役所新廳舍〉，《大阪朝日新聞臺灣

版》，1939.9.7，第5版。 
19〈高雄市役所新築  敷地已得圓滿解決〉，《臺灣日日新報》，1936.4.23，第4版。 
20〈見事に竣工す  十六日盛大な落成祝賀會   高雄市役所新廳舍〉，《大阪朝日新聞臺灣

版》，1939.9.7，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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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36年高雄市役所設計圖，可見為前棟四層、後棟二層，氣勢雄偉之建築物

（資料來源：臺南新報1936年10月30日夕二） 

 

工程延誤產生的新問題是物價飛騰，1937（昭和12）年2月追加工程費10萬圓

為45萬6千圓才得以興建。21市役所基礎工程於1937年1月4日正式動工，動土儀式

於當天上午10時30分進行，由代理州知事高原、松尾市尹、須江市助役、桑名市

土木課長、中村一造等重要政商人士參與。22 

當年12月完成基礎工程，松尾市尹則於11月退休，由第六任市尹宗藤大陸接

任。同年7月的七七事變，中日全面開戰，使得物價繼續上揚，許多建築材料更受

到配給限制，也使得經費繼續追加，並更改設計，最後共花費51萬8千6百圓才完

工，不僅比當初計畫經費多出48%，且有許多原設計無法落實。23 

 

                                                      
2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雄市廳舍新營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

九○號）〉，冊號10831，文號11，1937年9月1日。 
22〈高雄景勝の地に 新市廳舍起工式〉，《臺南新報》，1937.1.5，第2版。 
23〈見事に竣工す 十六日盛大な落成祝賀會 高雄市役所新廳舍〉，《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

1939.9.7，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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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興建中的高雄市役所（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12日第5版） 

 

市役所之建築為日人大野米次郎設計，由清水建設負責興建，於1938年（昭

和13年）開始施工，1939年9月16日上午舉行啟用典禮，典禮先舉行宮城遙拜、合

唱國歌，後由土木課長報告施工概況、市長宗藤大陸以及鈴木府地方課長代理總

務長官分別致詞，共有500多位參與此盛會，包括屏東市長、前兩任高雄市長小林

儀三郎及松尾繁治，還有捐款興建者，如陳中和家族之陳啟貞均到場祝賀。 24 

高雄市役所的建築式樣是「帝冠式」建築，此為日治後期所發展出來的新建

築式樣，精神為和洋融合，以西洋古典建築屋身，結合日本古典傳統的皇宮大屋

頂而形成，具有宣揚日本國粹之精神。 

此建築與日本邁入戰爭時期有關，日治初期的公共建設，與當時日本的建築

風潮有關，流行西洋歷史式樣建築，如臺灣總督府（今總統府）、臺灣總督官邸（今

臺北賓館）、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高雄郡役所等均為如此，建築

物雖然雄偉，但元素均來自西方，並沒有太多日本原來的建築特色。但隨著日本

國力的增強，以及戰爭的爆發，日本要強調自身特色，因此就有了結合日式屋頂

及西洋建築屋身的「帝冠式」或「興亞式」建築。25帝冠式強調日本大傳統屋頂，

並加上西方古典建築的基座與屋身。而興亞式也有日本傳統屋頂，但不一定是大

                                                      
24〈高雄市役所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39.9.17，第5版。 
25

 傅朝卿，《臺灣建築的式樣脈絡》（臺北：五南，2013年），頁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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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而要加上近代建築屋身與日本趣味裝飾，兩者差異性並不大，有時極難分

辨。26 

在臺灣，帝冠式建築並不多，但多半集中在高雄，這與高雄在戰爭時期的地

位有關。武官總督制在1936年復活，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此時的政策是以首位

復任的武官總督小林躋造宣示的「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化」為主，大批軍需產

業工廠，如「日本鋁業株式會社」的高雄工廠，與「旭電化工業高雄工場」、「南

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紛紛在高雄港設廠，使得高雄成為「工業大城」，也是「南

進門戶」，27這也讓此時高雄市的公共建築呈現與臺灣其他城市不同的樣貌。 

從1931年的高雄州廳開始，高雄市許多公共建築就有融合部分日本元素，1939

年的高雄市役所及1941年的高雄驛則是「帝冠式」建築代表，而1940年代興建的

產業金庫高雄支部則是「興亞式」建築代表，28這可看到這波高雄市公共建築的

特色。而高雄市役所與高雄驛均為清水建設所負責營造，29除了兩棟代表此時高

雄的「帝冠式」建築外，清水建設也於1940年（昭和15年）興建了橫跨高雄川，

聯結州廳與高雄市役所的大橋（今日中正橋），讓橫跨高雄川的前金、榮町行政區

域往來更為便利。 

                                                      
26

 傅朝卿，《圖說台灣建築文化遺產   日治時期篇1895-1945》（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

資產出版社，2009年），頁41-43。 
27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臺北：玉山社，2013年），頁166-181。 
28

 傅朝卿，《臺灣建築的式樣脈絡》，頁71-72。 
29

 清水建設株式會社，《清水建設二百年》（東京：清水建設株式會社，2003年），頁

17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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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高雄市役所之設計圖，可看出其帝冠式特色，及前棟四層、後棟二層之建築。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圖8：落成後之高雄市役所（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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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役所為前棟四層、後棟兩層之建築。一樓主要為辦公場域，各單位之

辦公室均集中於一樓，尚有助役（副市長）之辦公室（見圖13之復原圖）。二樓前

棟則是市尹（市長）之辦公室，以及會議室、正廳及紀念室，後棟則為食堂與倉

庫（見圖14之復原圖）。三樓及四樓僅前棟才有，三樓為貴賓室、四樓為涼台。清

楚可見此建築前後棟有職級上的明顯差異，一樓有副市長辦公室、二樓為市長室、

大禮堂及正廳、三樓為貴賓室、四樓為涼台，30這也是戰後為何僅保存前棟之主

因。 

 

 

圖9：高雄市役所一樓原設計平面圖［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雄

市廳舍新營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九○號）〉］ 

 

                                                      
30

 徐裕健建築師主持，《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原高雄市役所）古蹟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書》，（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12年），頁3-4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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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高雄市役所二樓原設計平面圖［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雄

市廳舍新營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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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高雄市役所三樓原設計平面圖［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雄

市廳舍新營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九○號）〉］ 

 

 

圖12：高雄市役所四樓原設計平面圖［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高雄市

廳舍新營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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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高雄市役所一樓復原圖（資料來源：徐裕健建築師主持，《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原高雄市役所）古蹟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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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高雄市役所二樓復原圖（資料來源：徐裕健建築師主持，《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原高雄市役所）古蹟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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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高雄市役所，是一棟極具代表性的建築，可說是1930年代後，主政

者對於高雄市想像的縮影。高雄市是從1908年築港後，才逐漸成形的新都市，臺

灣總督府透過歷次的市區改正、都市計畫，形塑這個都市的特性，隨著都市人口

的快速成長，高雄市市區由哈瑪星轉移至鹽埕，總督府也利用高雄川的新填築地，

以及鹽埕外圍的前金，做為新市政中心的集中地，並以1931年的高雄州廳為中心，

規劃下一波高雄發展的藍圖。 

隨著戰爭的爆發，高雄市更成為「工業化、南進化」的南進基地，不僅在高

雄港旁的獅甲地區構築了以軍需工業為主的工業區，此時的公共建設，更為了反

映此時代性，採用和洋融合的帝冠式建築，宣示日本的主體性，最為人所知即是

1939年的高雄市役所與1941年高雄驛，這也讓高雄市役所成為最能代表該時代的

建築。 

四、戰後鹽埕高雄市政府（1945-1992） 

1945（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華民國接管臺灣，高雄市也邁入新的

階段。日治時期，高雄市發展及規劃是以高雄州廳為中心，但戰後行政制度改變，

改採省縣市三級制，高雄州撤銷，改設高雄市及高雄縣，並於1950年（民國39年）

改為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三縣市，高雄市內最高行政機構為高雄市政府，原

高雄州廳改設為高雄地方法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後，10月25日於臺北市舉行臺灣省光復受降典

禮，11月1日起，接管省屬各機關。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1月7日制頒臺灣省州

廳接管委員會組織通則，並設立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及臺

東廳、花蓮港廳、澎湖廳8個接管委員會，展開接管作業。高雄市之接管作業於11

月8日，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指派新任市長連謀辦理接管業務。31 

負責接收的高雄市長連謀於同年11月8日上午7時15分由臺北搭火車到達高

雄，並於9日下午2時在市政府前廣場舉行歡迎大會，連謀市長也發表演說：「本人

承陳長官32命擔任高雄市長，於昨晚抵此，承各界熱烈歡迎，非常榮幸。我們昨

                                                      
31

 趙性源、王世慶、劉楚楓、尹德民，《高雄市志民政篇卷中》（高市：高市文獻會，

1960），頁2。 
32

 指負責接收之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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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從臺北出發，沿途各站前皆有許多臺胞鵠立迎送，令人無限感激，本人此次非

為做官而來，是為臺灣服務而來，一方為市民謀福利，一方為國家建設，陳長官

抵臺後發表幾項原則，即希望於不知不覺中，圓滑接收，做到：一、工商業不停

頓。二、行政不中斷。三、學校不停課。務期減少損失，便利市民。至於一般施

政方針，本人素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接收後之工作著重下列數項：一、清除

污穢，注重衛生。二、調整學校，改進教育。三、修建房屋，整頓市容。本市受

空襲損害最大，重建工作為艱難，當先聽取各方面之意見，交由主管機構詳加審

核後，再由本人做最後決定，以期集思廣益、盡善盡美。」33 

日治時期高雄市之行政建設是以高雄州廳為主軸，依當時接管辦法規定，由

高雄市政府接收，並預定為光復後高雄市政府的新址，但連謀上任後視察發現，

該地遭美軍轟炸破壞損毀甚烈，復舊工程需費頗鉅，於是放棄將市府設於州廳，

仍設於市役所。34 

這使得高雄市政府這棟建築，陰錯陽差成為高雄市的主軸，讓原本有計畫性，

一路由公共建設帶領，向外擴展的高雄市就此停頓，停留在愛河西岸的鹽埕，也

讓戰後初期的高雄市，重心全放在鹽埕，但戰後復甦極快的高雄市，民間力量仍

積極往外擴展，因失去政府的規劃領軍，也就與日治時期呈現極大差異。 

戰後初期的高雄市政府大樓內，不僅有市府員工在此規劃市政，當時選出的

高雄市最高民意機關：高雄市參議會亦設立於此。1946（民國35）年3月24日選出

31名高雄市參議員，4月13日上午9時在市政府大禮堂舉行成立典禮，並選出彭清

靠為議長、林建論為副議長。 

參議會成立後就在市府內辦公，一開始在樓下，後來搬遷至二樓大禮堂旁，

一直到1948年（民國37年）4月10日才搬至大智路114號辦公。35也因此在1947年

（民國36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時，以市參議員為主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亦位於市府內，也造成後來彭孟緝派兵鎮壓時，在高雄市政府發生的慘案。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2月27日的臺北，高雄市在3月3日才出現動亂，當日

由臺北南下的民眾數百人，由臺南乘卡車進入高雄，臺南工學院的學生也陸續抵

                                                      
33〈連高雄市長  著任第一聲〉，《民報》，1945.11.13，第3版。 
34

 曾玉昆，〈回顧高雄市政治重心的播遷與迎接新的市政服務臺〉，《高雄畫刊》12:12，

頁6-7。 
35

 盧清武，《高屏古今史蹟》（臺中：光復雜誌社，1956），頁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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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高雄，與高雄當地民眾匯集後，展開高雄二二八事件。4日凌晨，各警察局線路

多被割斷、失去聯絡，員警武器多被民眾劫去，甚至許多臺籍員警也加入群眾陣

營，36再加上同日屏東市也爆發「三．四事變」，群眾士氣大振，市區也進入混亂

狀態，高雄市長黃仲圖開始召集地方人士，商討對策，試圖弭平混亂，但徒勞無

功，市區一片混亂。37 

5日，市參議會依照臺北方式，於市府組織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

日下午，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及群眾領袖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希望就

民間提出之「和平條款」，上山與彭孟緝談判，但彭不允許。6日上午9時，市長黃

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臺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群眾領袖涂光

明、范滄榕、曾豐明等7人，獲允上山談判，雙方坐定後，彭孟緝表示不可能接受

「和平條款」，隨即拍桌怒斥暴徒荒謬，其士兵即以涂光明欲掏槍之由，將涂光明、

范滄榕、曾豐明等3人逮捕，其餘4人則枯坐等待。彭孟緝隨即決定出兵平亂，中

午12時出發，主要目標有二；一是市政府，另一則是火車站、第一中學。市府攻

擊目標就是以市參議員為主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負責進攻市府是要塞司令守備大隊陳國儒部，由於市府樓上曾開槍，因此軍

隊一到達就開始掃射及丟擲手榴彈攻擊，當場有五、六十名在市府的民眾喪命。

當天晚上及隔天早上，士兵再攻擊躲在愛河及地下室的民眾，讓待在市府的民眾

死傷慘重，其中待在市府的市參議員中，黃賜、許秋粽、王石定3人因走避不及當

場中彈身亡，另有4位市參議員因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緝捕，此對高

雄市參議會是一大衝擊。 

二二八事件後，市參議會先搬至大智路，後又搬至中正、自強路口（舊高雄

市議會斜對面，今日消防局所在），但此地僅能辦公，開會仍需至市府大樓，直到

1966（民國55）年10月26日高雄市議會大樓興建完畢後，議會開會才不需至市府

大樓。38但此地（前金）仍於當初總督府規劃的官署用地區域內，並未藉由新的

市議會大樓，尋找出新的市政發展方向，而實際上，隨著高雄人口的增加，市區

                                                      
36

 黃仲圖，〈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報告書〉，《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

（臺北：人間，1993），頁490。 
37

 黃仲圖，〈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報告書〉，《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

頁490。 
38

 王御風，〈高雄市議會大樓的故事〉，《高市文獻》23：2（高市：高市文獻會，

2010.6），頁164-166。 

114



從市政中心到文化觀光重鎮─舊高雄市政府（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之變遷 

 

發展重心已逐步轉至前金、苓雅等區，但在市府未能有明確導引下，整體發展仍

顯混亂。 

 

圖15：戰後初期高雄市議會。高雄市議會原設於高雄市政府中，後遷至中正、自

強路本址，1966年又遷至中正路（今高雄市教育局），圖中此建築已不存在。（資

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戰後高雄市因高雄港復甦及工業發展，人口繼續擴充，於1976（民國65）年

人口衝破百萬，較30年前增加6.7倍，39並因此於1979年7月升格為院轄市。但高雄

市無法透過都市計畫引導新市政中心之成立，故到直轄市成立時，行政中心仍舊

位於鹽埕，並未更動。而這也使得興建於日治時期的高雄市政府不敷使用，1969

（民國58）年7月1日增建後棟為三層樓，以因應業務之擴增，該工程至1970（民

國59）年6月30日完工。40除此之外，市府後方空地更搭起許多臨時性建築，容納

更多單位，但因建築簡陋，常發生危險，如原設於此之工務局檔案室即曾發生火

                                                      
39

 陳震東，《高雄市人口變遷之研究》（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23。 
40

 金祥卿，《高雄市志卷七工務志》（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85），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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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使得檔案付之一炬，41也說明高雄市政府更新之必要性。 

1979（民國68）年7月1日，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由行政院長孫運璿於上午

10時在高雄市政府主持了高雄院轄市成立暨第一任市長就職典禮。他首先宣讀了

高雄市改制令及佈達派任市長令，王玉雲正式就任高雄市第一任院轄市長，並從

孫運璿院長手中接過印信。接著，市政府秘書長許水德率同各單位主管宣誓就職。

當天民間自動組成的舞龍、舞獅、大鑼等遊藝隊，在市政府前廣場演出，鞭炮與

鑼鼓齊鳴。晚間，舉行民族舞蹈晚會，並施放焰火，慶祝高雄市升格。42 

高雄市升格後，其編制亦有所不同，根據行政院核定之「高雄市政府組織規

程暨編制表」，市政府下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工務、社會、警察、衛生等

8局；環境管理、地政、國民住宅、新聞、兵役、秘書、主計、人事等8處；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法規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等4個委員會。

43 

市府內部單位及人員增加，也造成原有市府不敷使用。1979年開始，陸續有

許多單位移往他處辦公，留在市府內辦公者僅有教育局、民政局、社會局、財政

局4局、新聞處、人事處、主計處、秘書處、兵役處5處、研考、法規2委員會。44

對比編制的8局8處4委員會，幾有一半（4局3處2委員會）不在府內辦公，工務局、

衛生局、地政處均移至高雄市文化中心一樓、建設局移至民生路總匯大樓、國宅

處移至鹽埕區公所。這也使得新市政府更顯迫切。 

新市府大樓擇址於四維三樓2號，於1981（民國70）年開始徵收土地，1983

（民國72）年進行合署辦公大樓的規劃事宜， 451991（民國80）年市府各單位開

始搬遷至新大樓，於1992（民國81）年1月18日正式啟用，當天由66人共同剪綵，

象徵「六六大順」，46服務高雄市民53年的舊高雄市政府正式卸下重擔。 

                                                      
41

 王御風、魏嘉慧，〈前高雄市政府職員鄞明照、劉淑君訪談紀錄〉，《高雄市立歷史

博物館（原高雄市役所）古蹟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附錄二頁3-9。 
42〈高市升格為院轄市 孫院長昨主持典禮〉，《聯合報》，1979.7.2，第1版。 
43

 洪招祥、許興順、李高木、郝建生、李漢明、陳韻琴、吳春富、吳岳璋、方聰士，

《續修高雄市志政事志行政篇自治篇選舉篇》（高市：高市文獻會，1994.3），頁10。 
44

 王御風、魏嘉慧，〈前高雄市政府職員鄞明照、劉淑君訪談紀錄〉，《高雄市立歷史

博物館（原高雄市役所）古蹟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附錄二頁3-9。 
45

 曾玉昆，〈回顧高雄市政治重心的播遷與迎接新的市政服務台〉，《高雄畫刊》12:12

期，頁7。 
46

 李毓勝，〈高雄市政府四維路辦公大樓八十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啟用〉，《高雄畫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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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高雄市政府到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1992-） 

1992年1月18日，高雄市政府正式搬遷至四維路大樓辦公，舊高雄市政府將做

何用途，引起許多討論，早在1985（民國74）年5月，高雄市政府四維大樓工程正

式發包，舊高雄市政府大樓下一步該如何使用，就開始引起重視及討論。1986（民

國75）年蘇南成市長發表「建立高雄歷史博物館」之提示，主張以蠟像呈現高雄

三百多年歷史。47 

此指示由當時秘書長盧光普執行，邀集教育局等相關單位進行研商，並初步

達成「前棟保留改建為歷史博物館、後棟拆除」的大原則。48蘇南成市長卸任後，

繼任之吳敦義市長也遵循此原則推動。 

1992年，市府委託林貴榮建築及都市規劃小組進行舊高雄市政府未來如何使

用之規劃，除受委託單位本身之研究外，同時舉辦2次諮詢座談會，並透過市政廣

播電台詢問市民，多半均主張前棟為博物館，後棟為商業性大樓，規劃單位原將

市府對面之仁愛公園、地下街及立體停車場納入，並主張將立體停車場拆除改建

為商業大樓，但不為市府接受，後規劃將前棟改建市政博物館，後棟拆除改為工

商展覽中心及文化服務中心。49在其期末報告時，吳敦義市長明確指示將前棟保

存改為市政博物館，後棟拆除，至於改建為何，則可再討論。50 

1993（民國82）年3月，確定將舊高雄市政府規劃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1994（民國83）年教育局編列2億1千萬，委託林榮貴建築師事務所辦理進行整修

的規劃與設計。後決定將舊高雄市政府分為三部分：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工商

展覽中心及音樂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是由原高雄市政府前棟保留改建；工商

展覽中心及音樂館則拆除原高雄市政府後棟興建。1997（民國86）年8月26日，高

                                                                                                                                                   
12:12期，頁5。 

47
 張林森，〈本館大事記〉，《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高雄：高雄市立歷史

博物館，2001），頁60。 
48

 王御風，〈高雄市政府參議朱文明訪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原高雄市役所）

古蹟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附錄二頁1-2。 
49

 林貴榮建築及都市規劃研究小組，《高雄市政府中正四路合署辦公大樓未來使用規劃

研究報告》（高雄：高雄市政府，1992.6），頁7-1-7-3。 
50〈高雄市政府中正四路合署辦公大樓未來使用規劃研究報告期末簡報紀錄〉，《高雄市

政府中正四路合署辦公大樓未來使用規劃研究報告》附錄六（高雄：高雄市政府，

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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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奉准成立，由教育局專門委員洪慶峰擔任籌備主任。51 1998（民

國87）年12月25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正式開館，為臺灣第一座由地方政府經

營的歷史博物館，開館典禮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所主持。 52該建築本體因

深具歷史意義，於2003（民國92）年由高雄市政府公告為「高雄市歷史建築」。2004

（民國93）年市政府文化局進一步指定公告為市定古蹟。53 

舊高雄市政府為何僅保留前棟，拆除後棟，主要原因是後棟被認為是戰後所

加建，因此才遭拆除。規劃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的林榮貴建築師，曾指出「高雄

市政府預定於八十一年初遷至四維新大樓，原市政大樓建築物為三層樓房，前棟

建於日據時代，後棟建於陳老市長啟川，頗具歷史意義。」，54在期末報告時，主

席高雄市長吳敦義亦裁示「原合署辦公大樓後棟係增建，并無必要保存」。55 

根據訪談，將舊高雄市政府前棟保留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後棟拆除，是

早在蘇南成時代就已做此規劃，當時主導者為秘書長盧光普，其概念也是前棟為

日治所建，故要保留，而後棟為戰後增建。後吳敦義市長也認同此規劃，正式成

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籌備小組」。56而實際上，後棟亦為日治時期所建，戰後

是將原二樓建築增建為三層樓，但如今訪談，所有人均表示後棟為戰後所建，亦

可看出歷史記憶之形成，也是今日歷史博物館與工商展覽中心、音樂館並存之主

因。 

當初另一個要將高雄市政府後棟拆除，設置工商展覽中心及音樂館的主因，

是希望能藉由工商展覽中心帶動沒落的鹽埕，但實際上，在市區重心逐漸轉至苓

雅及左營後，利用市政府改建的工商展覽中心，並未發生太大功效，反而是高雄

市立歷史博物館的主體建築，配合著愛河整治所帶動的文化觀光風潮，讓鹽埕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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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復甦。 

愛河經過多年整治後，在新世紀逐步展現成效，2001（民國90）年首度舉辦

元宵燈會，從此成為愛河每年的重頭戲，也代表愛河在澄清後，遊客重新回到此

地，不僅河畔開始有不同的商家進駐，在愛河沿岸具有指標地位的高雄市立歷史

博物館，更成為來此觀光的遊客必經之地。而近幾年來，高雄市歷史博物館的改

變，均集中在外部的環境改善工程，而這些工程的主要目的，也是如何讓博物館

與愛河景觀更加融合。 

除了愛河之外，另一個讓鹽埕急速改變的關鍵是駁二藝術特區的誕生，從2001

年開始，一群文化藝術家組成駁二藝術發展協會，計畫將鹽埕區靠近高雄港的駁

二倉庫區轉變為文創及展覽中心，經過多年努力後，駁二成為高雄最重要的文創

展區，並在2006（民國95）年正式由市府文化局接管經營，57每逢星期假日，同

樣帶來大批人潮，與愛河成為復興鹽埕的兩股主要力量。 

此次鹽埕的再興，與以往的產業型態完全不同，而是以文化觀光為主，並配

合鹽埕的歷史文化，帶有懷舊復古的氣氛。高雄市在五都合併改制（2010年）後，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取代以往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成為高雄市歷史的整理、保

存、詮釋者，與駁二藝術特區成為推動鹽埕復興的雙箭頭，也是遊客必到的「文

化觀光重鎮」，如能對於高雄市歷史發展的整體論述更深入挖掘，或可藉此觀光人

潮，成為介紹遊客深度認識高雄的入門館，成為高雄市的「文化重鎮」。 

六、結論 

本文回顧舊高雄市政府（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之變遷，也藉此觀察高雄

市設市後之變化。高雄市於1924年設市，第一代高雄市役所設於哈瑪星湊町，亦

即今日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代天宮之位置，原為山下汽船株式會社單身宿舍。在

此之前，1920年設立之高雄州，其行政機關高雄州廳也設於高雄市內，位於山下

町之原打狗會館，亦即今日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五福四路交叉口。由此可知，

高雄州及高雄市成立時，其行政機關借用原有之建築，但對於設市後快速發展的

高雄市，如何藉由行政機構的興建來展現高雄市新風貌，並擘劃新的高雄市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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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治時期主政者所關切之議題。 

在此思考下，高雄市陸續頒布幾次的市區改正及都市計畫，行政機關逐漸轉

往高雄川（今愛河）兩岸，以1931年新高雄州廳及1939年新高雄市役所為主軸，

配合1940年的大橋，讓高雄川兩岸成為高雄市重要的行政辦公中心。此階段高雄

市成為戰爭時期「工業化、南進化」的重要城市，不僅成立許多以軍需為主的重

工業工廠，更在公共建築上，採用和洋融合的帝冠式建築，讓此時期的高雄市建

築，具有與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風格，其中以1939年的高雄市役所及1941年的高

雄驛（今高雄願景館）為代表，這也使得高雄市役所，不論在位置或建築風格上，

均具有時代意義。 

大戰結束，政權轉移至中華民國政府，行政區劃再度改變，高雄州已不復見，

高雄市改隸臺灣省管轄，原依規劃高雄市政府將設於高雄州廳，然因美軍轟炸，

高雄州廳受到嚴重毀損，代表接收之高雄市長連謀決定將高雄市政府設於原高雄

市役所，此一決定，讓高雄市政府在此位置上停留53年，直到1992年才搬遷至今

日之四維大樓。 

從高雄市政府在戰後維持原址長達47年（1945-1992）可知，戰後政府對於臺

灣城市走向缺乏想像及規劃，與日治時期藉由規劃及公共建設帶領城市發展截然

不同。戰後高雄市的快速發展，在1976年即突破百萬人口，並於1979年7月升格為

直轄市，高雄市政府所在的鹽埕早已非高雄市重心，這不僅使得市政府無法給予

高雄市新的想像，也因為市府業務更為繁複，絕非1939年規劃之建築空間所能負

荷，雖然在1969年將後棟兩層樓增建為三層樓建築，並在市府四周空地搭建許多

房舍權充彌補空間不足之缺憾，但在升格後單位增加，空間更顯侷促，遂有近半

單位在府外辦公，使得籌建新市府大樓有其必要性，1981年開始興建四維大樓，

1992年落成啟用。 

1992年的市府遷移，僅將市政府遷移至四維合署辦公大樓，同樣老舊的市議

會仍在原處，並未藉此建立新的行政中心，並擘劃高雄市未來發展藍圖，不僅可

惜，也可看出日治與戰後對於公共建築的不同觀念。 

高雄市政府遷至四維大樓辦公後，原有之舊高雄市政府大樓將做何使用，經

規劃及討論，決定市府前棟保留、後棟拆除，前棟即為今日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後棟拆除後，連同四周原有空間，興建音樂館及工商展覽中心。然此一決議

中，後棟拆除之理由為戰後增建，實際上1939年興建時已有前後棟，但後棟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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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層樓，戰後所增建僅由兩層改為三層，這也使得今日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並

未保持1939年興建之原貌，僅保存前棟。 

拆除後棟後興建另兩棟新建築物：音樂館及工商展覽中心，市府希望藉由工

商展覽中心的「商業」來振興鹽埕，但事與願違，工商展覽中心成立後一直沒有

出現人潮，音樂館也較少人使用，反而是在1998年正式開館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配合著2001年起愛河的重生，成為愛河沿線上的重要觀光據點，館外廣場的

多次整修，均希望與愛河融為一體。而從2006年起，駁二藝術特區掀起文創風潮，

也讓鹽埕的歷史文化受到注意，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更受到注目。由原高雄市政

府延伸而來的三棟建築物，最後反而是歷史文化壓倒商業力量，也可看出臺灣及

高雄市產業的轉變。 

2010年縣市合併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更取代高雄市歷史文獻會，成為高

雄市歷史的整理保存及詮釋者，但就目前功能而言，文化觀光遠勝於其他。而實

際上，這座歷史博物館不僅有豐富館藏，其本身就是許多歷史的見證，建築形式

象徵著日治末期戰爭的影響，也經歷了戰後政權轉移、二二八事件的軍事鎮壓、

升格直轄市的喜悅，如今轉化為一個訴說城市歷史故事的場域，在功能上可說是

相當適切，但如何做好歷史蒐整，配合新時代的歷史表達，準確利用文化創意及

觀光的潮流，傳達歷史教育功能，而非僅成為觀光區中遊客到此一遊的景點，將

是這棟高雄市著名建築物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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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City Hall to A Cultural/Tourist 

Destin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Kaohsiung City 

Historical Museum 

Yu-Fong Wang 
* 

Abstract 

Kaohsiung, the largest city in southern Taiwan, was founded in 1924.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ity's administration office had relocated twice: from the earliest 

site in Hamasen (now Dai Tien Fu), then to Yan Cheng (now Kaohsiung Historical 

Museum), and finally to SiWei Building till today. Among the three sites, the longest 

serving city hall is the one in Yan Cheng. The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n 1939, and 

remained in service for 53 years till 1992 when the office was moved to Si Wei 

Building. Over half a century, this had been the seat of the city's administration, 

witnessing major events such as post-war takeover, the 228 Incident, and the city's 

promotion to municip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Hall in Yan Cheng was a response to Kaohsiung's 

city planning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Under this scheme, a new City Hall 

(Kaohsiung City Adminstrative Center, KCAC) started construction, and was 

completed in 1939 in contemporary “imperial crown” (teikan yoshiki) style. 

One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imperial crown style buildings is a combination 

of western and Japanese features, such as Japanese-style roof with western-style 

façade. Toward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rule, Kaohsiung has becoming the primary city 

for the “go south, do industrial” policy. Hence most of the imperial crown buildings 

are constructed in the city, with KCAC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  

In 1945, Taiwan was taken over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iginally the city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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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o be seated in the old Kaohsiung Provincial Office, but the building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 hence the city hall was moved to Kaohsiung City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d stayed in the building for 47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Kaohsiung grew to a large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a million, and earned 

municipality status. As the office had obviously outgrown the office, it was finally 

relocated to the new building in Si Wei Road in 1992. 

After the relocation, how to repurpose the old building became a topic of heated 

debates. It's eventually decided that it will be turned into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which is also the first historical museum managed by local government, and 

was launched in 1998. However, during the process, the annex at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was misidentified as a post-war extension, and was demolished due to low 

historical value.  In fact, the rear annex had been there since the Japanese rule, the 

only post-war extension was the addition of the 3rd floor. Nevertheless, the building 

was re-designed, with the front section converted to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the rear section to a music hall and an exhibition hall, and had since become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visiting the city. After more than 60 years, the building 

continues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landmarks in the city.  

 

Keywords: Kaohsiung City Hall, Kaohsiung City Administrative Office, 

Kaohsiung Provincial Office,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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